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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通知
濮阳浩然扬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并胡建军：
你方与我在2015年4月28日签订
了《协议书》约定由你方在2016年
1月2日前完成房屋建设，现你方
已停工数月，多次催促仍不复工，
至目前，双方约定的工期已届满，
你方仍未完成建设，使我合同目的
无法达到，你方已构成根本违约。
因此，我特通知你方：双方签订的
《协议书》自通知之日起解除。
通知人：林丹 2016年3月15日

注销公告
海南森盛源建材有限公司拟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45日内
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王翠平遗失五指山市避暑二期
A4 栋 106 房收据一张，票号：
0006775，声明作废。
▲张莹不慎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
项 目 认 筹 协 议 书 ，编 号 为 ：
1057190，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玛亚商贸有限公司因财务
专用章未备案及合同专用章遗失
需重新刻制，现声明作废。
▲儋州百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1张，发票
代码:146001310202，发票号码:
02471823，现声明作废。
▲海南知轩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一正一副本，证号：琼国
登税字：460100671083820，声明
作废。
▲海南知轩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一正一副本，代码：
67108382-0，声明作废。
▲澄迈宏利土石方工程开发有限
公司财务章、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黄钟武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990013025969,声明作
废。
▲王振兆遗失塔吊证，证号：琼
A042015000851，特此声明。
▲赵秀珍遗失海南富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出具的契税发票一张，
编号：1133554（金额：56100元），
声明作废。
▲海口新城佳园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海口市水资源管理中心发
票 一 张（金 额 2267.00）票 号:
0424795434,声明作废。
▲莫亚沁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25199009171222，特 此 声
明。
▲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遗失
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IC卡，
编号：10085，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琼海博鳌留客山庄旅业发展有限
公司拟向琼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
日起 45天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琼海博鳌留客山庄实业有限公司
拟向琼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琼山
国用演丰美男字第98-09-0006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的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6]67号
依据演丰镇人民政府出具有关土
地使用情况说明，以及根据《土地
登记办法》第五十八条和海口市人
民政府海府[2008]84号文的有关
规定，现决定注销谢晋雄、谢晋飞
位于演丰镇美兰墟琼文公路北侧
琼山国用演丰美男字第98-09-
000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
不再具有法律效力。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3月11日

海南仲裁委员会公告
（2016）海仲字第119号

三亚太阳度假会馆有限公司、内蒙
古阿罗哈旅游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大中与你方之间
旅游合同纠纷案，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及相关证据、应仲裁通知书、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庭组成表、权
利义务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庭
组成表、答辩书及证据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0日内，届时未选定仲裁
员，本委将指定谢盛辉为独任仲裁
员并定于2016年6月2日上午9:
30在海口市和平大道18号寰岛泰
得酒店6楼仲裁庭不公开开庭。你
方应依时到庭参加庭审。

注销公告
海南亿嘉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
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
司办理相关事宜。

一线海建设用地现整体转让
海南西线龙沐湾 370亩，手续齐
全，一期已报建，即可开工建设，电
话13273361611

橡胶产品销售
我单位有一批橡胶产品销售（胶
清、20#胶、浓缩乳胶等），有意者请
联系。电话：23300277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试验场

收据遗失声明
本人因疏忽，收据不慎丢失，该收
据开票日期为：2012年5月28日；
编号为：NO.14786660；金额为：
￥200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
现声明以上收据作废。

声明人：徐娟
2016年3月15日

声明
海南丹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
公司变更，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声明作废。
▲临高新盈生兴网吧遗失工商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
469028000006966，声明作废。
▲海南蓝色海岸会议有限公司遗
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10430801，特声明作废。
▲海南尚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05639861-X，声明作废。
▲海南财富之舟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现声明
作废。
▲海南汇亨电缆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证号：
460027201545293，声明作废。
▲儋州天易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颜海珠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项目整体出售转让
海口主城区黄金地段项目整体出
售手续齐全欢迎来电咨询，中介勿
扰。电话18876696000

三亚市营业中大型酒店出售
证照齐全产权清晰，客房400多间。
李18789967668、叶18789966568

400亩土地橡胶转租或转让
距澄迈县城九公里，
水电齐全13876113046

国贸商业中心旺铺招租
1、原W酒吧整体转让或招租约
800平方 2、国美电器楼上五楼整
体招租，室内外约2000平方 3、
万绿园西门附近会所招租，三层楼
约2300平方，适合办公、教育培训
等。价格面议 18889719000

减资公告
海南民行信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由原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减
少为现100万元人民币，原债权债
务不变，请债权人至见报起45日
向公司报告债权债务或提供应担
保 请 求 。 联 系 人 ：郭 乙 麟
18976015438，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亚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恒爱传媒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
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乐东鸿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拟向
乐东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见报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临高新盈蓝翔网吧拟向临高县工
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自登报之日起到本网吧办理相关
事宜。

公告
海南省国营金江农场南茂有机猪
养殖场承包人冯昌坤，请你于登报
之日起，15天内到农场发展与改
革科办理承包合同终止等有关事
宜，如逾期不办理，一切经济与法
律等相关后果自负。

海南省国营金江农场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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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647540073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976599920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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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红城湖路怡田公寓1001房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鼎和贷款66236622
专业办理贷款利息低可当日放款
友谊广场七楼 13707565563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声明
儋州雄起珍禽良种产业专业合作
社在外签署的任何经营合同，借
贷，或任何文本都需要本人亲自授
权并确认。凡未经本人授权签订
的合同，借贷，或任何文本，法人及
合作社不予认可，特此声明。
儋州雄起珍禽良种产业专业合作
社：吕卫连 2016年3月15日

注销公告
海口康信美科技有限公司拟向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办
理相关手续。

注销公告
陵水泊豪美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拟向陵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招商公告
项目名称：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综
合楼，项目概况：海口市正义路8
号院办公区东侧。1栋5层，面积
2900m2，高 22米。外墙修补、涂
料翻新。招商人资格：招商人须具
备独立法人资格，建筑工程专业二
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报名时间：2016年3月15日至21
日 联 系 人 ： 黄 先 生
18976595011

注销公告
海南屯昌鸿运果品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屯昌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洋浦大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

公告
福祥家园小区位于海口市中山南
路2-18号，共有8栋楼，建筑面积
7万多平方米。整个小区的监控设
施急需升级改造，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标，有意者请与小区业委会负责
人高先生：13807582610；周先生：
13648669999联系。

▲海南汇亨电缆橡胶制品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一本，
证号：20154529-3，声明作废。
▲郑燕玲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为：460200198308040280，特
此声明。
▲陈行新不慎遗失特种行业操作证，
证号为：T460200197001050017,
声明作废
▲三亚联盟龙虎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纳税识别号
为 ： 琼 国 税 三 亚 字
460200075719255号，声明作废。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分公司遗失车牌号琼
C27118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证正本一本，证件号：琼交运
管儋州字469003000373，声明作
废。
▲王进雄不慎遗失琼万宁23006
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证号:琼万
宁3006，渔业船舶登记证，证号:
琼万宁953006，声明作废。
▲临高县新盈照春副食店不慎遗
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一本，
注册号：469028600074954，声明
作废。
▲罗俊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为
511902199201217032，特 此 声
明。
▲罗俊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
车 驾 驶 证 ， 证 号 为
511902199201217032，特 此 声
明。
▲海口大岛首发租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本一本，副本一本，代码：
56798305-2，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酵易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2-
1），注册号：460100000768004，
特此声明作废。
▲潘丽梅遗失导游资格证，证号：
DZG2008HN11311，特此声明。
▲海南万沣医药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务证号：
460100754356310，现声明作废。
▲海南荣泉投资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副本一本遗失，税务登记证
号 ：460100594907688，声 明 作
废。
▲杨纯遗失五指山市水云山庄10
栋 908 房收据 4 张，收据票号：
0011445、 0011657、 0001413、
0000704，声明作废。

▲海南大韵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与海南医学院合作开发的公寓
综合楼的海口市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副本（编号2009A0131）、海
口市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变更确认
通知（编号2009052),已遗失，特
此声明。
▲澄迈瑞生农资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证号：
460027552786718号，声明作废.
▲海口奋安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60100082532122，声明作废。
▲黄美珍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为：海口市国用（2006）字
第002904号，特此声明。
▲黄美珍不慎遗失座落于海口市
义龙西路26-1号宜华大厦的房屋
所有权证，证号为：HK060829，特
此声明。
▲海南中凯工商企业有限公司遗
失代码证正、副本各壹本，代码证
号：79313802-5，声明作废。
▲海南豪嘉源园林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两本（副本
号 ：2- 1、 2- 2） 注 册 号
460000000085542，声明作废。
▲海南豪嘉源园林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
码：78073292-2，声明作废。
▲海南金鹰永强锁业有限公司文
昌分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一本，副本一
本，代码：68725149-7，特此声明
作废。
▲海口美兰成美服装店不慎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为:琼国税
登字420683198607020971号，声
明作废。
▲海南玲珑广告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副本一本，税务号为：
460100730081076，声明作废。

据新华社安卡拉3月13日电（记
者邹乐 郑金发）土耳其安卡拉省政府
13日说，首都安卡拉市中心红新月广场
一公交车站当天发生汽车爆炸袭击事
件，已造成37人死亡，120多人受伤。

安卡拉省政府发布的消息说，当天
18时35分，安卡拉市中心红新月广场
的“信任公园”旁边一公交车站发生汽
车爆炸袭击事件。

爆炸发生后，土耳其出动大量军警
封锁现场和周边道路，以方便救援并减
少可能发生的二次爆炸造成的伤亡，警
方直升机在空中盘旋警戒。

据新华社安卡拉3月14日电（记
者邹乐 郑金发）据土耳其道安通讯社
14日报道，一名24岁的女大学生涉嫌
制造了13日发生在首都安卡拉市中心
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报道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
说，爆炸现场残留物中发现的指纹和身
份证件表明，一名24岁土耳其女大学生
为此次安卡拉炸弹袭击事件的主要嫌
疑人。该女生是土耳其巴勒克埃西尔
大学学生，此前她与4名女性朋友因被
怀疑是库尔德工人党分子曾接受巴勒

克埃西尔省刑事法院的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

靳若城）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4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对土耳其安卡拉恐怖袭击事
件表示谴责。

陆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这一针对
平民的恐怖主义行径，向遇难者表示哀
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

据新华社安卡拉3月13日电（记者
郑金发 邹乐）中国驻土耳其使领馆13日
发布安全提醒说，考虑到土耳其安全形势
日趋严峻，建议中国公民近期谨慎访土。

安全提醒说，13日土耳其首都安卡
拉市中心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近半年来，土境内已接
连发生多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土政府
已发布命令加强全国安全反恐措施。

考虑到土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中国
驻土耳其使领馆建议中国公民近期谨
慎访土，在土中国公民尽可能减少外
出，避免前往敏感或人员密集区域。

土耳其安卡拉发生汽车爆炸袭击
37人死亡，120多人受伤，中方强烈谴责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14日电（记者张继业）
多家俄罗斯航天机构与欧洲航天局联合研制的火
星“微量气体轨道器”，14日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
拜科努尔发射场顺利升空。俄欧将通过“火星太
空生物”（ExoMars）项目共同分析火星大气成
分，寻找火星是否存在生命的证据。

据预计在经过4.96亿公里的漫长飞行后，
“微量气体轨道器”将于今年10月19日飞抵火星
近旁。

这颗探测器的主要任务是为火星拍照，分析
其大气成分，协助地面分析火星土壤表层的水冰
含量，验证某些火星着陆技术的可行性，为俄欧下
一阶段火星着陆考察收集数据。在探测火星大气
时，专家们将着重寻找火星大气中可能表明微生
物存在的甲烷和其他气体。

俄欧联手发射
火星探测器

据新华社日内瓦3月14日电（记者聂晓阳
施建国）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
拉14日在日内瓦和叙利亚政府代表团举行正式
会谈，标志着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在经历暂停
后正式启动“实质性会谈”。

德米斯图拉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尽管前途并不明朗，但他希望重新恢复后的和
谈即使不能最终达成某种协议，也能就如何结束
这一旷日持久的危机达成一个“清晰的路线图”。

他说，从14日开始的谈判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将持续到24日左右结束，然后有关各方
将进行一周到十天左右的局势评估。随后开始的
第二阶段和谈预计将历时至少两周。在有关各方
再次就局势进行评估后，将开启第三阶段的和谈。

叙问题日内瓦和谈
“实质性会谈”启动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13 日发生汽车
爆炸事件，已造成至少 37 人死亡、120
多人受伤。虽然尚无任何组织宣布对
袭击负责，但土耳其官方认为这与地
区局势有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3
日晚发表书面声明说，由于周边国家
局势动荡，土耳其已成为恐怖分子袭
击的目标。

近半年以来，土耳其一再发生导致
严重人员伤亡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去年10月10日和今年1月12日，在安卡
拉和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分别
发生爆炸袭击事件。土耳其政府说，调
查发现，这两起袭击事件的制造者都与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联系。
今年2月17日，安卡拉市中心军事

核心区发生汽车爆炸事件。同前两次
一样，土政府再次指向境外极端势力。
但是，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的

“库尔德自由之鹰”组织19日在其网站
发布声明，宣称制造了这起汽车爆炸事
件。23 日，土耳其公布官方调查结果，
宣布爆炸袭击者为27岁的阿卜杜巴奇·
索梅尔，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成员。

这一变化说明，针对土耳其的袭击
者不仅来自境外，也包括国内反政府武
装分子。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土耳其
政府对国内恐怖主义问题的严重性和

复杂性可能估计不足。
土耳其连接欧亚大陆，国内存在严

重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又靠近局势持续
动荡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
坦和以色列等中东国家，早已成为恐怖
活动的重灾区之一。据西方和俄罗斯
媒体报道，自从“伊斯兰国”在与土耳其
毗邻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崛起之后，
土耳其已成为许多外籍极端分子从世
界各地前往伊叙两国加入“伊斯兰国”
的“中转站”，也是“伊斯兰国”对外走私
石油以获得巨额资金继续从事恐怖活
动的主要通道之一。

自去年以来，特别是在最近接连发

生严重恐怖袭击之后，土耳其已经调整
了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加大
了打击恐怖势力的力度。据土耳其媒
体报道，土耳其2015年逮捕了来自57个
国家和地区的共 961 名“伊斯兰国”成
员。今年又逮捕了上百名疑似“伊斯兰
国”成员，并截获“伊斯兰国”支持者通
过土耳其转汇的巨额资金。土耳其内
政部长埃夫坎·阿拉最近曾透露，土耳
其已阻止近3.6万名疑似“伊斯兰国”极
端分子入境。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措施
有可能招致恐怖组织的反弹和报复。

另外，分布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
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问题，也是土耳其

政府长期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近 20
年以来，在土耳其政府的严厉打击下，
土境内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遭到削弱，
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是，随着中东再
次陷入乱局，库尔德问题再次引起土耳
其政府的关注和警惕。为了防止库尔
德人武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地区
坐大，土耳其对他们采取了军事打击行
动，但也遭到叙利亚、伊拉克和俄罗斯
的强烈谴责，并招致其他一些国家的不
满和批评。

土耳其境内暴恐事件频发，是中东
极端错综复杂乱局的冰山一角。目前，
中东各种问题和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
针对任何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不顾及
其他因素，都可能产生“按下葫芦浮起
瓢”的效应，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和标本
兼治。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土耳其为何频发严重恐袭国际观察

3月13日，救援人员在爆炸现场救援。
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巴黎3月13日电（记者郑斌）法国
外长艾罗13日在巴黎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欧
盟将就伊朗试射弹道导弹对其实施制裁。

艾罗当天在巴黎与美国国务卿克里，英国、德
国、意大利三国外长以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莫盖里尼举行会议。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
上，他作出了上述表态。

克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试射弹道导弹违
反了安理会决议。他强调，他曾明确指出伊朗试
射导弹可能引发制裁。

就伊朗试射弹道导弹

欧盟可能对伊实施制裁


